
中國 亞布力 
中國首座國際級精緻奢華滑雪度假村 

Yabuli



 位於國家公園中央，雄偉的加拿大風格建築隱身於松柏芎林中，感受獨特中西合璧氛圍
 分級分齡免費滑雪學校，由專業   帶領教學滑雪與滑雪板課程
 Spa中心*：與知名品牌 ’        合作，提供各式精緻按摩舒壓療程
 品嘗中國滬、粵、京、川、黑龍江等道地主廚料理與探索中國文化



_01度假村資訊
地點：中國黑龍江省亞布力市
•由哈爾濱國際機場至度假村約3.5 小時車程；由牡丹
江機場至度假村約1.5小時車程
•2010年11月開村
•面積：17,400 m²
•度假村使用貨幣: 人民幣RMB
•度假村使用信用卡: 銀聯卡, VISA, MASTER
•度假村設有ATM 提款機

_02當地資訊
時間: 與台灣無時差
•天氣: 11-3月雪季，4-10月涼爽夏季
•當地使用貨幣: 人民幣(RMB)
•當地使用語言: 普通話

度假村獲頒獎項:
-2014年TripAdvisor “卓越認證獎” (Certificate of
Excellence”)
-21世紀經濟報道頒發2012年中國最佳休閒度佳村金枕頭獎
-新京報評選為最具創造力度假村
-2012中國旅遊業界獎(2012 China Travel& Meetings 
Industry Awards)上被評選為年度最佳滑雪暨會議酒店(Snow 
Meeting Hotel of the Year)

•度假村外有醫療機構*
•度假村有98 個停車位*
•2間行動不便房
•地址：Club Med Yabuli: Yabuli Ski Tourism
Zone, Shangzhi City, Heilongjiang Province, China
150631
Tel: 86 451 5434 8000
Club Med亞布力度假村, 中国黑龙江省尚志市亚布力滑雪
旅游度假区邮編150631

* 需額外付費。詳細活動需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。



4

_03住宿資訊

1 間總統套房/ 29間套房/ 15間家庭房
•面積：65平方公尺(sqm) -120 平方公尺(sqm)
 •最多可入住人數：2人(總統套房) / 3人(套房) / 4人(家庭房)
•滑雪道景觀/ 山林景觀
•客房設備: 暖氣，吹風機，迷你吧台，保險櫃，淋浴設備及
浴缸，電話，2台平面電視，多孔插座(220V), 免費網路及網
路線，熱水壺，浴袍及拖鞋，熨斗及燙衣板，浴廁備品
•每日補充礦泉水、迷你吧台，套房早餐服務，夜床服務，
  迎賓小禮

138 間豪華山景房
•面積：38 平方公尺(sqm)
•最多可入住3人
•滑雪道景觀/ 山林景觀
•客房設備:暖氣，吹風機，迷你吧台(僅於抵達日
補充)，保險櫃，淋浴設備及浴缸，電話，2台平
面電視，多孔插座(220V), 免費網路及網路線，熱
水壺，浴袍及拖鞋，熨斗及燙衣板，浴廁備品
•每日補充礦泉水、迷你吧台，套房早餐服務，夜
床服務，迎賓小禮

96 間豪華房
•面積：38 平方公尺(sqm)
•最多可入住3人
•度假村景觀
•客房設備和每日補給品，與豪華山景房相同



_04餐飲服務 •蘋果園 Apple Garden
主餐廳
-提供三餐國際自助美食料理
-餐廳設有：西式料理區、亞洲料理
區、中國各省料理區
-室內座位：375 席

•牡丹 Mudan
中式單點主題餐廳
-提供晚餐及宵夜
-室內座位：190 席

•森林吧台Forest Bar
開放時間：09:00 – 23:00
設有吸菸室

•星星吧台Star Bar
-夜間吧台，非每日開放

•銀白Bianco
-兒童俱樂部餐廳(提供午餐)
-室內座位: 110 席

_04餐飲服務

•適合各年齡層指導課程
-滑雪               -滑雪板
-空中飛人     -蹦床
-攀岩     -手技雜耍

•適合初學者運動課程
-暖身運動      -雪地健行
-低空彈跳      -伸展運動
-瑜珈              -有氧運動
-舞蹈課程

•免費使用設施
-健身中心    -桌球
-乒乓球

_05各式水陸活動

* 需額外付費。詳細活動需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。



_06滑雪/滑雪板課程

• Club Med滑雪/滑雪板學校
- 親切國際G.O教導
- 適合超過4歲的各年齡層滑雪課程
   分為5個等級的兒童滑雪課程/6個等

級的成人滑雪課程
- 適合超過8歲的各年齡層滑雪板課程
   分為3個等級的兒童滑雪板課程/3個

等級的成人滑雪板課程

• 滑雪通行證
- 抵達度假村至離開前皆可取得（需4歲以上）
-必須有滑雪通行證方能通行所有滑雪和滑雪設施

• 設備租賃和雪服租借*
-滑雪及滑雪板、雪服等設備供出租

_07休閒活動

• 晚間娛樂秀及派對
• KTV 室及麻將間
• 桌遊
• Live 音樂演唱
• 電影欣賞
• 免費電腦網路使用
• 圖書室
• 運動比賽
• 撞球*

•室內游泳池:
17 *5.8公尺; 深度1.2 m-1.5 m
開放時間10:00 – 19:00

•戶外加拿大浴:
4 * 3公尺
開放時間10:00 – 19:00

_08室內泳池及戶外加拿大浴

* 需額外付費。詳細活動需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。



_09村外旅遊* _1OSpa by L’occitane*

• 幼兒俱樂部*: 2-3 歲
• 兒童俱樂部: 4-10 歲
• 兒童晚間俱樂部*: 2-10 歲
• 青少年俱樂部: 11-17歲

* 需額外付費。詳細活動需以度假村現場公告為準。

_11兒童俱樂部

• 東北虎園    
• 中國雪鄉夢幻冰雪之旅
• 樂在亞布力
• 世界第一滑道          
• 哈爾濱精華遊  

• 臉部及身體療程
• 套裝療程
• L’occitane產品提供使用
附設：桑拿浴,蒸氣室,休憩室



各年齡層兒童俱樂部
-由我們專業的G.O帶領您的孩子從事各項活動
(寶寶俱樂部*,幼兒俱樂部*,兒童俱樂部,青少年俱樂部)
-專業GO指導的兒童滑雪學校

精緻舒適的住宿選擇
-我們的度假村選擇： 3叉戟度假村，4叉戟度假村 ， 5
叉戟豪華度假村， 5叉戟奢華空間及別墅系列
-根據您選擇的度假村提供不同類型的住宿:標準房,麗景
房,以及豪華套房

各式美食，全天營業的酒吧及輕食點心 
-在主餐廳或特色餐廳，從早餐到晚餐，您皆可享受我們
的各式國際美食
-無論白天或晚上都可無限享用各種甜鹹輕食點心 
-各種酒類和非酒精飲料提供(1)(2)
-5叉戟奢華空間和別墅系列無限提供香檳 (3)

探索當地特色文化 
-各種遊覽*發現當地文化
-各式創意活動(1):當地傳統舞蹈,烹飪工作坊…等 

*額外費用
**額外費用或免費的，根據勝地。
⑴ 根據不同的度假勝地。
⑵ 根據房間的類別選擇的價格可能會發生變化

往返航班及轉乘
-返回航班包括所有稅費
-機場及度假村之間的車程

夜間娛樂及派對
-晚間G.O節目和不同的各式主題夜
-享受假期時光每晚獨特的Club Med氛圍

於健身及活動後放鬆
-多種選擇的水療護理*
-放鬆於游泳池，水療池，土耳其浴**或桑拿**中

滑雪通行證及雪上運動課程
-專業的各級滑雪和滑雪板的課程 - 從初學者到高級
- 免費滑雪纜車票
- 大多數度假村皆可從您的飯店大門直接進入驚人斜坡和滑雪道
- 許多非滑雪活動，如雪橇，雪鞋，溜冰，以及更多

Club Med為優質全包式假期先驅。發現世界上最佳旅遊勝地
之美，令您享受精緻全包式假期的每一刻。

Club Med精緻全包式假期


